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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卷首语

当秋风吹动了你的发梢，在红红的夕阳肩上……无论世事

 如何变化，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片心灵家园。校园，永远是最多

 人心中的这片田。来吧，与自家人分享自己的近况、心情、喜

 悦、成功、哀愁，用简短的文字和照片将您想分享的信息寄来。
也欢迎您将这份小刊转发给我们无法投递的校友，欢迎失去

 与母校联系的校友将自己的信息告诉校友总会以重新取得联系。

 还可以在这里下载本期及过往《新闻荟萃》。
如果您不想收取这份荟萃或者希望更新您在校友总会的资料

 信息，或者有任何其他建议或意见，请发送email到

 alumni@mail.sysu.edu.cn或者邮寄到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135号

 中山大学大钟楼205校友会资源拓展部（510275），也可致电

 020-8411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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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来读往

每次收到邮件都会让我记起学校的生活，总是提醒我是个中大人。从第一份普通的word文档到现在

 
制作精美的pdf，希望你们能坚持下去，让我们一直能和学校有一个联系的桥梁。谢

 
谢！

 

——joyce

新一期如同拂面的春风，弥漫珠江的清新，带着苍松的翠绿，和那小礼堂超凡的古朴，让我觉得温暖。感

 
谢你们辛苦的工作，分享中大人每一份怡情和喜悦。我会努力工作的，做中大人应该做的！希望贵刊越办

 
越好！你们快乐幸福！

 

——姚华松

我才刚刚从母校毕业就收到这份刊物，心里非常欣慰。我在中大度过了六年本科和研究生生活，以后一定

 
要常回母校看看，也希望能为母校增光！祝贵刊越办越好！

 

——03级本 07级研 钟冠兴

深圳的工作和生活节奏快捷，但是相对乏味。偶尔能收到母校给我们的记挂，感觉很是温暖。荟萃出到现在，

 
欣喜地发现，内容越来越丰富，风格越来越美丽。辛苦我们校友会的老师们了。这里给予我衷心的敬

 
意。

 

——cloudjerry

尊敬的亲爱的母校：看到这封邮件和这份期刊时的心情，完全不能只用惊喜来形容，我不知道这是那个天才的

 
脑瓜想出的主意，但是我喜欢这个。感谢母校，在学生毕业适满两年，正高兴而惆怅地重温康乐园的美好记忆

 
时，寄来这份沉甸甸的温暖和关怀。也请母校放心，作为一个中大人，我时刻都不会忘记自己所当承担的责

 
任，不会忘记自己所习得的中大精神！博学善思，明志笃行，我会用行动来说明：我是一个合格的中大

 
人！

 

——07届管院 徐景方 于上海

上期“来函回赠”抽奖结果（请中奖校友将自己的邮寄地址

 
告知我们alumni@mail.sysu.edu.cn）：

《南国海燕》徐景方
《青山不老》joyce

mailto:alumni@mail.sysu.edu.cn


要闻聚焦为新中国60华诞干杯
 中大四校区师生聚焦国庆盛典

九州笑颜悦国庆，四海飞歌展宏图。10月1日，首都各界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我校四个

 校区对国庆盛典进行了转播，数以千计的师生汇聚转播课室观看盛典。

盛典开始，天安门前升旗礼时，

 
全场起立行注目礼并高唱国歌

转播课室座无虚席



要闻聚焦

中大师生们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胡锦涛
 鼓舞人心的重要讲话，为受阅部队的飒爽英姿，为群众游行的精彩缤

 呈，为昂扬奋进的华美乐章……一次次笑逐颜开、鼓掌欢呼。

为新中国60华诞干杯
 中大四校区师生聚焦国庆盛典

盛典结束后，学子们在精彩回放的镜头前欢呼留影学子投入地观看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http://news2.sysu.edu.cn/ShowArticle.aspx?ArticleID=7932


母校建设系列报道·

我校6个学科排名全国前5

一年多来，我校进一步优化学科布局，通过整合部分
 学科，新组建了海洋学院、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学校在
 生物学、工商管理学方面形成较突出特色，建成国家一级
 重点学科。此外哲学、历史学、文学、人类学、行政管理
 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药学、临床医学等已
 成为在国内高等学校中具有较大影响的优势学科，均拥有
 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在教育部最新一轮学科评估中，我校有6个学科排名全
 国高校前5位，其中生物学居第2位，哲学、社会学、马克

 思主义理论都位居第3位，临床医学和历史学分别居第4、5
 位。

母校新闻



我校新增6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母校新闻

日前，200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结果揭晓，我校

 共有6位教授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仅次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和复旦大学，在全国高校中排名第四。他们分别是数学与计算科

 学学院颜立新教授、郭先平教授，物理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院陈军

 教授，生命科学学院庄诗美教授，公共卫生学院陈雯教授，附属

 一院余学清教授。至此，我校共有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50

 人，总数位居全国高校第七位。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我校新增7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近日，经全国博士后管委会专家组评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批准，今年我校新增应用经济学、政治

 学、心理学、大气科学、光学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信息与通

 信工程等7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在全国高校中位居第二。至此，

 我校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增至30个，在全国排名中由第11位上升到

 第7位 。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http://news2.sysu.edu.cn/ShowArticle.aspx?ArticleID=7922
http://news2.sysu.edu.cn/ShowArticle.aspx?ArticleID=7883


简讯速递·总会
澳门校友会四川义教图片展开幕

10月10日下午，由中山大
 学澳门校友会、中山大学校友
 总会、中山大学校团委联合主
 办，学生会港澳台同学部承办
 的“献爱心 共成长”中山大

 学澳门校友会关爱四川同胞义
 教之旅图片展开幕典礼在中山
 大学熊德龙学生活动中心隆重
 举行。校党委李萍副书记、澳
 门校友会徐德明会长出席了开
 幕仪式并致辞，校友总会许东
 黎秘书长、校团委黄山书记、
 澳门校友会戴建业理事长等一
 行，以及全体参与义教的同学
 出席了活动。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http://www.suaa.cn/suaa/showNews.do?lmid=c2010&newsId=4541


简讯速递·分会
香港校友庆祝建国60周年晚会

2009年8月23日晚，为庆祝祖国60周
 年国庆，中山大学梁洁华名誉博士盛情
 广邀中山大学香港校友代表和各界友

 好，在香港君悦酒店举行国庆晚会。中
 央驻港联络办公室副主任王志民博士、
 前全国人大常委曾宪梓博士、前全国人
 大代表吴康民、香港特别行政区会议成
 员梁志鸿教授等莅临，中山大学副书记
 李萍教授、副校长陈汝筑教授等领导出
 席了活动。

来自中山大学香港校友联合会、中
 山医科大学香港校友会、中山大学海外
 校友会和中国高等院校香港校友会联合
 会等校友代表与中山大学校友总会、医
 学部、宣传部和外事处等母校代表以及
 中联办、法律界和医学界等友好人士欢
 聚一堂，共贺祖国六十华诞。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http://www.suaa.cn/suaa/showNews.do?lmid=c2020&newsId=4461


简讯速递·分会

校友企业活动“天英·大红袍之夜”

2009年9月12日,校友企业
 天英实业携天英茶业在中山

 海港城举办了《天英风雅中
 国盛会·大红袍之夜》主题
 雅集，以花香之茗会友。中
 山大学校友总会许东黎秘书
 长、医学教务处王庭槐处长、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杨
 建林书记、企业家校友联合
 会张志雄副会长及陈伟雄理
 事等一行，应中山大学企业
 家校友联合会副会长、天英
 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方敏女
 士的邀请，出席了盛会。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http://www.suaa.cn/suaa/showNews.do?lmid=c2020&newsId=4542


简讯速递·分会
校友房地产主题沙龙顺利举办

2009年9月27日，中大校友金融投资论坛在深
 圳马可波罗好日子酒店成功举办“秋日红茶会—

 —房地产主题沙龙”。本次活动由主席团成员、
 深圳建行行长助理汪涛校友任轮值主席，汪涛校
 友提供全程赞助。世联地产董事长陈劲松校友、
 金牌房地产分析师国信证券方焱校友应邀发表主
 题演讲。来自深圳、香港、广州、惠州等地的论
 坛主席团成员、特邀嘉宾40余人参加沙龙。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更多详情，请下载附件查看。

不费分毫，回馈母校——中大人身份的象征校友信用卡

11月14日校友日可现场咨询办卡

http://www.suaa.cn/suaa/showNews.do?lmid=c2020&newsId=4561
http://www.suaa.cn/suaa/download.do?path=attach/2009/10/13/1255417475637.pdf
http://alumni.sysu.edu.cn/suaa/newscolumn.do?typeValue=c7010
http://alumni.sysu.edu.cn/suaa/newscolumn.do?typeValue=c7010
http://alumni.sysu.edu.cn/suaa/newscolumn.do?typeValue=c7010


简讯速递·分会
美东校友邮轮赏月庆国庆

2009年10月3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和中秋
 节，中山大学美东校友会参加了大纽约地区中国大学校友会和专

 业团体共同举办的“庆祝国庆，喜迎中秋”环曼哈顿游轮赏月观
 景活动。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http://www.suaa.cn/suaa/showNews.do?lmid=c2020&newsId=4501


简讯速递·校友

哲学系79级、85级校友返校重聚

10月1日上午，哲学系79级校友重回母校，相
 聚南校区第三教学楼讲学厅，与师生们一同观看

 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会转
 播。校友们纷纷表示，能够在这一特殊的日子重
 回母校相聚一堂，感到高兴和感动；通过观看阅
 兵式和群众游行，为祖国的强盛感到骄傲和自豪。

又讯，哲学系85级校友于10月5日回到母校相
 聚座谈。85级校友代表、现任中大党委副书记朱

 孔军，哲学系主任黎红雷等与会发言。校友们忆
 往昔，述往事，并互相交流了工作经验。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http://news2.sysu.edu.cn/ShowArticle.aspx?ArticleID=7952


简讯速递·校友地质学85级设立地球科学系
 系友基金

2009年10月2日，地质学专业85级校友重返母校，并倡议设立了
 “中山大学地球科学系系友基金”，85级校友捐款拾万元作为该基

 金的第一笔捐款。

该基金主要用于
 帮助那些家庭贫困但
 勤奋好学、品学兼优
 的学生，激励地科系
 学生努力学习，奋发
 向上。地科系离退休
 教师、在职教师与地
 质学85级校友60余人共

 聚一堂，欢叙离别之
 情，共商发展大计。



服务指南
农行信用卡近期优惠

★刷卡抢金条（至2009年11月26日）
持卡人（商务卡除外）当天累计消费每满100元，即可获得一次参加当天抽奖的机

 会，奖品为价值约4500元的20克“传世之宝”实物金条1根。

★携程·订酒店送度假抵用券（至2009年11月30日）
持卡人（商务卡除外）预订酒店、机票或度假产品并刷金穗贷记卡成交，即可赢取精

 彩炫礼：价值200元携程度假抵用券；值500元携程度假抵用券；参加抽奖并有机会
 赢取携程2010世博游1份（限量120份）等。

★注册刷卡可获“芒果电子代金券” （至2009年11月30日）
注册芒果网会员，并使用金穗贷记卡首次成功订购机票、酒店或300元以上旅游产

 品，即可获赠2张面值50元“芒果电子代金券”。

★送汉庭金卡会员，订房惊喜礼遇层层高（至2009年12月31日）
持卡人登陆汉庭官网注册即可免费成为汉庭金卡会员，通过网站指定页面预订并成功

 入住汉庭连锁酒店旗下各门店，并使用金穗贷记卡支付全额房费将获惊喜礼遇。

优惠活动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http://www.suaa.cn/suaa/showNews.do?lmid=c2040&newsId=4601


服务指南
建行信用卡优惠精选

餐饮
中山大学康乐餐厅

 
凭龙卡信用卡消费享受9.8折优惠

广州食临盛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1.凭龙卡享有8.8折优惠（特价、海鲜、酒烟除外)；2.优先订房。

购物
广州市越秀区金健体育用品店(百灵路)正价羽拍、运动服、运动袋9折。
广州市越秀区金羊体育用品店(德政北)正价羽拍、运动服、运动袋9折。

娱乐
K歌王卡拉OK（天河东）
建行信用卡用户专享：在K歌王卡拉OK消费时享受会员卡同等待遇。

健身
力美健

 
办年卡，送会籍、背包、私教等，各分店优惠内容不同，详情请见优惠列表

更多全省优惠请点击查看

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7020&newsId=4622


活动预告
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原地理系）

成立80周年院庆邀请

1929年，地理学科在中山大学设立，至今她已走过了
 八十年的光辉历程。

八十年辛勤耕耘，八十年春华秋实，八十年风雨兼

 程，八十年传承跨越！如今，我们学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

 学科建设有一定特色，专业设置合理，师资力量比较雄

 厚，国际交流广泛，教学及科研成果丰硕的学院。值此千

 载难逢的历史时刻，我院决定于2009年11月8日上午10：
 00在中山大学梁銶琚堂举行中山大学地理学院成立八十周

 年庆典大会，在此，诚邀八方校友齐聚中大、共同见证！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2009年10月10日

报名及活动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http://www.suaa.cn/suaa/showNews.do?lmid=c2040&newsId=4601


讲座纵横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社会学论坛” 
系列之七十二

题目：What Friendship Entails? A Full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of Three

 

Cohorts of 
Graduate Students 
主讲：杨松博士 美国阿肯萨斯大学
时间：2009年10月17日（周六）上午9：00开始
地点：艺术楼405室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社会学论坛” 
系列之七十三

题目：Sources of Organization Commitment: the Effects of Internal Labor Markets and 
Worker Values
主讲：杨松博士 美国阿肯萨斯大学
时间：2009年10月18日（周日）上午9：00开始
地点：艺术楼402室

企业绩效管理的困境与绩效管理文化的构建

主讲人：卓鸥
主持人：陈宏辉、邬金涛
地

 

点：岭南堂第一会议室
时

 

间：10月16日（星期五）上午10：00-11：30



影讯殿堂

温馨提示：更多电影资讯总会网站每周二更新到活动日历，
 请前往http://alumni.sysu.edu.cn查看

《苗条绅士》 10月16日（星期五 ） 19：30 放映，票价15元；

《秋喜》10月17日（星期六） 19：30 放映，票价20元；

《风声》10月18日（星期天） 19：30 放映，票价15元；
 

放映地点：梁銶锯堂

http://alumni.sy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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